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76

2022年 6 月 30 日 星期四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000783� � � �证券简称：长江证券 公告编号：2022-045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2年5月27日召

开的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相关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2022年5月28日的《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因公司

2018年3月公开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已于2018年9月17日进入转股期， 导致权益分派实施期

间公司股本总额较分配方案披露时增加。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分配比例未做调整，分配方案与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现将权益分

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本次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的公司总股本为基数，向

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3.00元（含税；扣税后，通过深

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

每10股派2.7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

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

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

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 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

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6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30元；持

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2年7月6日，除权除息日为：2022年7月7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至2022年7月6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2年7月7日通过

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338

新理益集团有限公司

2 08*****501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 08*****116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三号

4 08*****789

武汉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五、本次权益分派对“长证转债”转股价格的影响

公司于2018年3月12日公开发行了50,000,000张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长证转债；债

券代码：127005）。根据《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相关条

款及有关规定，本次权益分派将使得长证转债的转股价格由原来的人民币7.13元/股调整为人

民币6.83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于2022年7月7日生效。详情请参见公司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

网的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根据2021年度权益分派方案调整长证转债转股价格的公

告》。

六、咨询机构

1、地址：武汉市新华路特8号长江证券大厦董事会秘书室

2、联系人：廖景然

3、电话：027-65799561

4、传真：027-85481726

七、备查文件

1、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公司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0783� � � �证券简称：长江证券 公告编号：2022-046

转债代码：127005� � � �转债简称：长证转债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根据2021年度权益分派方案调整

长证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长证转债调整前的转股价格：人民币7.13元/股

● 长证转债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人民币6.83元/股

● 长证转债本次转股价格调整实施日期：2022年7月7日

2022年5月27日，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公司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同意以本次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的公司总股本为基数，向分

红派息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3.00元（含税）。

公司于2018年3月12日公开发行了50,000,000张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长证转债；债

券代码：127005）。根据《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相关条

款及有关规定，在长证转债发行后，当公司派送现金股利时，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

整：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转股价。

根据上述规定，因公司2021年度权益分派事宜，长证转债的转股价格由原来的人民币7.13

元/股调整为人民币6.83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于2022年7月7日（除权除息日）生效。

特此公告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300432� � � �证券简称：富临精工 公告编号：2022-058

绵阳富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增加或变更议案的情况发生；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2022年6月14日，绵阳富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以公告形式通

知召开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2年6月25日，公司发布《关于召开2022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048）。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

露网站上的公告。本次会议具体召开情况如下：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2年6月29日（星期三）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6月29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6月29日上午9:

15-9:25，上午9:30-11:30和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22年6月29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会议地点：四川省绵阳市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凤凰中路37号绵阳富临精工股份有限公

司会议室。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藤明波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71人， 代表股份479,553,187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9.4713％。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0人， 代表股份428,889,504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5.301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1人，代表股份50,663,68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1701％。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63人， 代表股份54,411,694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4785％。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 代表股份3,748,011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3085％。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61人，代表股份50,663,68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1701％。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公司聘请的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实施增资扩股并引入员工持股平台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1,116,2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33％；反对22,45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6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4,389,24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87％；反对22,45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1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议案为普通议案，已由参加表决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

上通过。

关联股东四川富临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安治富、聂正、聂丹、藤明波、阳宇合计持有418,

414,498股回避表决。

2、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79,529,9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2％；反对23,2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4,388,49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74％；反对23,2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2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议案为普通议案，已由参加表决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

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聘请的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并出具如下法律意见： 经验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

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绵阳富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绵阳富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6月29日

证券代码：603758� � � �证券简称：秦安股份 公告编号：2022-052

重庆秦安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风险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重庆秦安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A股股票交易于2022年6月21日至

2022年6月23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2022年6月24日至2022年

6月28日再次连续3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

易规则》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公司已于2022年6月24日、2022年6月29日发

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公告编号：2022-046）、（2022-051）。 2022年6月29日，公司股

票继续涨停。

● 截至2022年6月29日收盘，公司股票已连续6个交易日涨停，累计涨幅达到77.41%，公

司股票交易价格短期波动幅度较大。截至2022年6月29日，根据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证监

会行业市盈率数据显示，公司所处C36汽车制造业的行业静态市盈率为32.46倍，滚动市盈率

为32.60倍。公司股票静态市盈率为56.80倍，滚动市盈率为49.67倍（数据来源：同花顺）。公司

当前的市盈率高于行业水平，短期涨幅较大，但公司基本面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也不存在应披

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公司特别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

资。

● 部分董事监事减持风险：公司董事罗小川女士、监事张茂良先生拟通过集中竞价、大

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减持不超过637,5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1453%。请投资者

关注董事、监事减持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 公司在股价异常波动期间关注到市场传闻公司与某新能源造车新势力达成合作的

相关舆情。目前公司向该车企供应的相关项目产品尚处于量产爬坡阶段，公司预计与该车企

的合作对公司本年度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影响占比较小，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投资风险。

鉴于近日公司股票价格波动幅度较大， 现对公司股票交易风险及有关情况提示说明如

下：

一、二级市场交易风险提示

公司A股股票交易于2022年6月21日至2022年6月23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

离值累计超过20%；2022年6月24日至2022年6月28日再次连续3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

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公

司已于2022年6月24日、2022年6月29日发布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公告编号：

2022-046）、（2022-051）。 2022年6月29日，公司股票继续涨停。

截至2022年6月29日收盘，公司股票已连续6个交易日涨停，累计涨幅达到77.41%，明显高

于同期上证A股指数的波动幅度和行业涨幅，股票交易价格存在较大波动。

截至2022年6月29日，根据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证监会行业市盈率数据显示，公司所

处C36汽车制造业的行业静态市盈率为32.46倍，滚动市盈率为32.60倍。截至2022年6月29日收

盘，公司股票静态市盈率为56.80倍，滚动市盈率为49.67倍（数据来源：同花顺）。公司当前的

市盈率高于行业水平，短期涨幅较大，但公司基本面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也不存在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重大信息。公司特别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4月份受疫情影响，汽车行业产销下滑严重，随着财政部减征部分乘用车车辆购置税和各

大车企推出汽车下乡补贴等积极促进汽车消费措施的推出， 近期汽车行业产销有所回暖，公

司目前生产经营情况趋于正常。除此外，公司所处的汽车行业市场环境无其他重大变化，行业

政策无重大调整，公司生产成本没有出现大幅波动，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不存在应披露而

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书面发函查证，截至目前，公司、公司控股股

东及实际控制人均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项；也不存在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重大交易类事项、业务重组、股份回

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公司于2022年3月3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

议，于2022年4月15日召开了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自2022年3月4日公司披露《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来，国内疫情呈多发态势，

鉴于公司披露激励计划草案后， 外部环境发生急剧变化， 预计原各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中2022年及2023年业绩考核目标实际较难达成，公司激励计划不再具有明显激励性，故激

励计划实施工作推进缓慢。 后续公司于2022年6月8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及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公司

层面业绩考核指标的议案》。调整后的业绩考核指标更具有合理性、科学性，能客观地反

映外在因素影响与公司经营现状， 能够继续促进激励对象发挥积极性， 确保公司长期稳

定发展。但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规定，公司应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激励计

划之日起 60日内完成授予登记、 公告等相关程序， 公司未能在 60� 日内完成上述工作

的，应终止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根据前述法律法规规定，公司决定终止实施2022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

（三）公司关注到的相关舆情

公司在股价异常波动期间关注到市场传闻公司与某新能源造车新势力达成合作的相关

舆情。目前公司向该车企供应的相关项目产品尚处于量产爬坡阶段，公司预计与该车企的合

作对公司本年度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影响占比较小，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投资风险。

（四）其他

公司于2022年6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部分董事

监事减持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9），公司董事罗小川女士、监事张茂良先生拟

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其中，集中竞价的减持期间为减持计划公告之日

起15个交易日之后180天内（2022年7月19日-2023年1月18日），合计减持不超过637,500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0.1453%。

在2022年6月22日至6月29日公司股票异常交易期间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

股东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三、其他事项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

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公司郑重提示广大投资者， 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ee.com.

cn）及公司法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刊登的相关公告

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秦安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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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6月29日上午9点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三）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6月29日上午9:

15一9:25、9:30一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2年6月29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四）召开方式：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五）会议的召集与主持情况：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高登锋先生主

持。

（六）会议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七）会议出席情况：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65人，代表股份255,236,685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9.0257％。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5人，代表股份213,631,75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2.664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0人，代表股份41,604,93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3614％。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63人，代表股份45,949,83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7.025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3人，代表股份4,344,90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664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0人，代表股份41,604,93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3614％。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表决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二）表决结果

1、关于公司2021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2,701,8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0069％；反对123,8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85％；弃权2,411,0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944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3,414,98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4834％；反对123,8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694％；弃权2,411,0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2471％。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2、关于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2,701,8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0069％；反对123,8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85％；弃权2,411,0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944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3,414,98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4834％；反对123,8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694％；弃权2,411,0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2471％。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3、关于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2,701,4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0067％；反对124,2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87％；弃权2,411,0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944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3,414,58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4826％；反对124,2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703％；弃权2,411,0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2471％。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4、关于公司独立董事2021年度履职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2,701,8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0069％；反对123,8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85％；弃权2,411,0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944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3,414,98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4834％；反对123,8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694％；弃权2,411,0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2471％。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5、关于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2,701,4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0067％；反对124,2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87％；弃权2,411,0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944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3,414,58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4826％；反对124,2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703％；弃权2,411,0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2471％。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6、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2,820,4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0533％；反对41,3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62％；弃权2,374,9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93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3,533,58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7415％；反对41,30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99％；弃权2,374,9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1686％。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7、关于公司预计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3,437,08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4.5315％；反对137,8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999％；弃权2,374,9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16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3,437,08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5315％；反对137,8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999％；弃权2,374,9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1686％。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8、关于投资金融理财产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0,007,2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0.1153％；反对22,854,518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9542％；弃权2,374,9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93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720,36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5.0935％；反对22,854,518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9.7380％；弃权2,374,9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1686％。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9、关于续聘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9,223,88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6442％；反对162,0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35％；弃权5,850,79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29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9,937,03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9144％；反对162,0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526％；弃权5,850,79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7330％。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10、关于制定《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2,741,0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0222％；反对120,7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73％；弃权2,374,9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93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3,454,18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5687％；反对120,7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627％；弃权2,374,9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1686％。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11、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1,260,0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2.7703％；反对40,437,812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5.8433％；弃权3,538,79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386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73,23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2943％；反对40,437,812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8.0043％；弃权3,538,79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7014％。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泰和泰（济南）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罗欣、宋代玉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泰和泰（济南）律师事务所

关于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2022）泰律意字第11769号

致：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泰和泰（济南）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依法接受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的委托，就公司召开2021年度股东大会的有关事宜，指派本所罗欣律师、宋代玉律师出

席本次会议， 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2019年修订，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22年修订，以下简称股

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公司已向本所保证，公司已向本所披露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出具的事实并提供了

本所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要求公司提供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复印材料、承诺函或证

明，并无隐瞒记载、虚假陈述或重大遗漏之处；公司提供给本所的文件和材料是真实、准确、完

整和有效的，且文件、材料为副本或复印件的，其与正本或原件一致和相符。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

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是否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发表意见。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告材料，随同其他会议文件一并报

送有关机构并公告。除此以外，未经本所律师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不得为任何其他人用于任何

其他目的。

本所律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中国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

勉尽责精神，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对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有关事实以及公司提供

的与本次股东大会有关的文件进行了核查，并据此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2022年6月7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1年度股东

大会的议案》等议案，决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并于2022年6月29日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2022年6月8日， 公司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站

（www.cninfo.com.cn）刊登了《关于召开2021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将本

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审议事项以及会议登记等事项进行了公告。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2022年6月29日上午9：00在公司会议室 （山东省东阿县阿胶街

78号）如期召开，由董事长高登锋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

票的时间为2022年6月29日上午9：15一9：25、9：30一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6月29日9：15一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方式与通知中公告的时间、地点、

方式一致。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履行了法定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召集人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一）召集人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召集人资格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经本所律师核查，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5人，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213,631,75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2.6643%。

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果， 在网络投票表决时间

内，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50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1,604,934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6.3614%。

3.参加会议的中小股东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共计63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5,949,838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7.025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3人，代表股份4,344,904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6643％。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0人，代表股份41,604,934股，占公司总股份的6.3614％。

4.现场列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经本所律师核查，除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外，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

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还包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本所律师。

前述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验证，本所无法

对该等股东资格进行核查，在该等股东资格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前提下，本所律

师认为，召集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人员资格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属于公司股东大会的职权范围，并且与

通知中所列明的审议事项一致，未出现修改原议案或增加新议案的情形。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通知中列明的议案进行了

表决。现场会议的表决由股东代表、监事及本所律师共同进行了计票、监票。参与网络投票的

股东在规定的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对议案进行了表决。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结束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网

络投票的统计数据文件，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

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经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关于公司2021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52,701,8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0069％；反对123,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85％；弃权2,411,0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944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3,414,98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4834％；

反对123,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694％；弃权2,411,052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2471％。

2.关于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52,701,8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0069％；反对123,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85％；弃权2,411,0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944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3,414,98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4834％；

反对123,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694％；弃权2,411,052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2471％。

3.关于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52,701,4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0067％；反对124,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87％；弃权2,411,0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944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3,414,58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4826％；

反对124,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703％；弃权2,411,052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2471％。

4.关于公司独立董事2021年度履职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52,701,8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0069％；反对123,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85％；弃权2,411,0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944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3,414,98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4834％；

反对123,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694％；弃权2,411,052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2471％。

5.关于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52,701,4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0067％；反对124,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87％；弃权2,411,0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944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3,414,58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4826％；

反对124,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703％；弃权2,411,052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2471％。

6.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52,820,4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0533％；反对41,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62％；弃权2,374,9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93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3,533,58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7415％；

反对41,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99％；弃权2,374,952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1686％。

7.关于公司预计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的议案

该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同意43,437,08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4.5315％；反对137,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999％；弃权2,374,9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16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3,437,08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5315％；

反对137,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999％；弃权2,374,952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1686％。

8.关于投资金融理财产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30,007,2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0.1153％；反对22,854,

5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9542％；弃权2,374,9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93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720,36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5.0935％；

反对22,854,51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9.7380％；弃权2,374,952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1686％。

9.关于续聘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49,223,88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6442％；反对162,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35％；弃权5,850,79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29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9,937,03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9144％；

反对162,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526％；弃权5,850,799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7330％。

10.关于制定《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52,741,0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0222％；反对120,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73％；弃权2,374,9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93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3,454,18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5687％；

反对120,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627％；弃权2,374,952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1686％。

11.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11,260,0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2.7703％；反对40,437,

8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5.8433％；弃权3,538,79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386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973,23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2943％；反

对40,437,81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8.0043％；弃权3,538,792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7014％。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三份，经本所律师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泰和泰（济南）律师事务所（公章）

律师（签章）：罗 欣｜律师

律师（签章）：宋代玉｜律师

二〇二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